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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湘绣艺术馆遭火灾，“史上最长湘绣”毁了
万科金域华府业主：曾看到冒烟，请求报警；  万科物业工作人员称“没有明火报不了警”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吴迪

4 月 5 日早晨，一场大火将大家目光聚集到长沙市雨花区万科金域华府小区三期 8
栋 101 的柳建新湘绣艺术馆——馆内珍藏的史上最长湘绣《千鹤图卷》被损坏，还有许

多历史资料、刺绣手稿以及湘绣珍品都被烧毁或损坏。
“这一把火，烧掉的是我家几代人的毕生心血啊！”该馆负责人、

湘绣大师柳建新的女儿刘雅泣不成声。与往日一样，她一早来到博物
馆开门却发现馆内已燃起大火，可万万没想到，昨晚已有火灾迹象，
但物业既没报警也没通知她。

刘雅气愤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
的大火”。小区邻居告诉她，早在 4 月 4 日晚 11 时，他们就发现有
可疑烟雾和火灾迹象，但报告万科物业后，物业告知“没有明火报不

了警”。于是，这场大火烧了一整夜。事实到底是不是邻居所说？ 4 月 11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万科金域华府小区三期是

一个封闭式洋房小区，楼层不

高，户主不多，柳建新刺绣艺

术馆就位于这里。

4 月 4 日晚上 11 点左右，与

艺术馆一墙之隔的邻居熊先生

（化名）回到家中，感觉家里有

点不对劲，“发现家里有股烧焦

的味道，再一看我家那个空气

净化器，已经‘爆表’了，平时

一般是 30-40 的颗粒数，但是

当天晚上已经达到了 500”。

仔细寻找，熊先生发现味

道是从家里的小仓库连着的通

风窗里传来的，熊先生打开通

风窗一看，一股烟直往家里窜。

这个通风窗口，是 8 栋 6 户

人家共用的采光井。熊先生又

爬到楼顶查看，这才发现，有

一股白烟不断地从采光井向外

冒，“好大的烟，而且这个烟带

着热气”。

熊先生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展示的视频中，记录了这一幕。

熊先生判断这是个火灾的

危险信号，立即给万科物业打了

电话。接到电话后，物业公司也

派工作人员来了家里。

直到凌晨两点左右，白烟还

在继续冒。陪着物业工作人员

一起排查的熊先生等业主向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提出建议 ：“不

行的话，就报 119 火警。”

但对方只是回复“可以采纳

建议”，并没有真的报警。再当

业主们追问是否报警时，工作人

员说 ：“没有明火报不了警。”但物

业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她。

“8 栋总共住了6 户人家，邻

居后来告诉我，物业工作人员先

后去了4 户人家敲门入户排查，

湘绣艺术馆所在的 101 户和另一

无人在家的住户并没有入户排

查。”刘雅说，“既然他们在其他

住户家排查了没有异常，而这个

烟一直在冒，肯定有谁家里出现

了问题啊！8 栋总共才 6 户，他

们至少要跟没有入户排查到的业

主电话联系一下吧？人命关天的

火灾，竟然连电话都不打一个！”

对此，不少万科金域华府小

区的业主纷纷表示，物业公司对

于此次火灾的处理太过草率，不

负责任的态度令他们难以接受。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主

任兰立波对记者表示，根据

《物业管理 条 例》规定，物

业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基础设

施和安全秩序负责，火灾发

生时，物业应做好协助工作。

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应有

的管理责任，存在过错行为

的，应对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比如小区无消防设施、消防

管道无法供水、消防通道堵

塞，以及其他消防设施故障

等；又比如物业有未及时发

现险情，或未及时配合灭火，

疏于对公共区域的安全维护

等情况”。

就这样，来历不明的白烟

冒了 11 个小时左右，终于在 4

月 5 日早晨 8 点 40 分左右酿成

熊熊大火。

“当时我刚刚往艺术馆这边

来，刚进小区大门，就听到有

两三个保安在那儿议论：‘不

知道是谁家里，到现在还在冒

烟。’我一听，心里马上就慌得

不行！”刘雅回忆，当她打开

两道大门时，一股焦糊的味道

扑面而来。

她冲进一楼大厅，发现此

时的艺术馆内已经烟雾弥漫。

刘雅赶紧大声呼救，物业

公司集结了一些工作人员前来

救火，并拨打了 119 火警电话。

十几分钟后，火被扑灭。

大火被扑灭后，看到母亲和

自己苦心经营的艺术馆一片狼

藉。刘雅瘫坐在地上失声大哭。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

柳建新刺绣艺术馆是湖南省首

个以私人命名的 湘绣艺 术馆。

湘绣大师柳建新是第六届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湖南省

人大代表。1995 年，柳建新曾

创作大型绣屏《松龄鹤寿》献

礼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从英国萨里大学留学归国

的刘雅，本来在外企有着不错

的职位和发展，但为了家里祖

祖辈辈对湘绣的感情，2008 年

父亲病故后，刘雅放弃高薪，“抛

夫弃子”离开北京，回长沙继

承母亲的湘绣事业，并买下这

座房子，建起了艺术馆。除了

陈设、保护湘绣作品外，艺术

馆还开设 DIY 体验中心、文创

中心和中长期培训课堂，承担

传承、普及湘绣文化的功能。

维权  将固定证据，向物业公司索赔
刘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艺术馆里，存放的上百

件作品都是家里几代人一针

一线绣出的湘绣珍品，还有

很多她和母亲辛辛苦苦收集

回来的湘绣古籍、原稿和资

料。其中最为宝贵的，是母

亲带领 11 名绣女、花费 5 年

创作完成、为迎接北京奥运

会亲绣的 20 多米长的《千鹤

图卷》。

2008 年，《千鹤图卷》获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

金奖，这部作品据专家估值，

高达 2500 万元，据媒体报道，

它也是目前史上最长的湘绣。

“这次火灾，烧毁了许多

湘绣珍品，展厅的很多作品

包括这件《千鹤图卷》，虽然

没有被烧毁，但也由于长时

间受高温和烟熏以及消防灭

火冲水影响，导致不同程度

的损坏。”刘雅说，湘绣最忌

火灾，长沙文夕大火就曾烧

掉了湘绣业多年的积累和几

乎所有产品。当时药王街锦

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

优秀画稿和版本，大家多年

的心血毁于一旦。如今，湘

绣业历史最早的湖南锦云绣

馆，在大火中损失最为惨重，

以至于永远不能复业。

多年的努力和心血在一夜

之间付之一炬。刘雅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几天来，

她和母亲都非常悲痛，母亲

甚至因此进了医院，“这些天

晚 上我 几乎没有办 法入 眠，

这个博物馆几乎已经倾尽我

的所有，更何况很多宝贵的

绣品和资料都无法用金钱来

弥补”。

“如果不是物业公司的失

职，火灾不可能造成如此大

的损失。”刘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如今不幸已经造

成，她将固定证据，向物业

索赔，“要让他们承担由于失

职造成火灾扑灭延误所导致

的损失”。

在获知艺术馆遭遇火灾

的情况后，刘雅所在的中国

民主促进会长沙市委向她伸

出了援手，“我们准备帮助刘

雅寻求法律援助、合法维权，

并希望联系到更多的人，收

藏、购买湘绣作品，以帮助

她重 建 博物馆。”民进长沙

市委专职副主委李素娥告诉

记者。

已经 好几天没有睡觉的

刘雅，希望能够尽早抢救可

以抢救的作品并转移，并筹

集资金 复 建 艺 术馆。 她说，

灾难已经发生，只能坚强面

对。所幸的是，火灾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我和母亲都坚

信：人在艺在”。

针对邻居口中“物业公

司称‘没有明火报不了警’”

的说法，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向长沙市消防支队政治部

主任马丽丽进行了求证。

马丽丽表示，“不存在这

样的说法！不管是出现火灾

还是有火灾隐患，市民拨打

119 电话，消防官兵都会出

警”。

那么，物业公司到底是

怎样的回复呢？

万科金域华府小区物业

项目值班经理吴祥锡对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表示，当时

物业工作人员带着电筒，在

101 住户房子外围和四周察

看，认为 101 户“没有异常”。

吴祥锡承认，当时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对火灾情况的

判断有失误，他们也缺乏对

火灾的防范与处理经验。但

他强调，当晚一直至早上 7

点，物业公司一直安排了工

作人员在巡视、观察。

而长沙万科物业公司品

牌 负 责 人 苏 婷 对 今 日 女 报

/ 凤网记者表示，目前起火的

原因、责任和火灾的损失尚

未确定，“公司将会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处理此事”。 随后，

记者请求提供当晚参与巡视、

观察的员工联系方式时，她

表示员工不愿接受采访。

律师：物业公司若管理失责应承担赔偿

求证  物业公司：对火灾情况判断失误

惋惜  艺术馆内的湘绣珍品，毁了

惊险  业主怀疑火灾，物业称“没有明火报不了警”

被大火烧过的艺术馆一片狼藉。 之前美仑美奂的艺术馆。

扫一扫，
参与网友精彩讨论


